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禱告：
主，我們實在感謝袮！袮愛我們、待我們像兒子；管教我們、為了讓我們在袮的性格
上有分，使我們在袮的聖潔、公義、和平上面有袮的樣式，謝謝袮動了善工、必定成全這
工，為了在我們身上榮耀袮的名。主啊！我們感謝袮在過去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裏、帶領我
們讀希伯來書，讓我們對袮的話有更深的瞭解，得以進入真理的實際。謝謝袮祝福今天的
聚集，把所有的榮耀、讚美都歸給袮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。阿們！
o 希伯來書第十二章提到、主為我們預備了一座城、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不僅讓我
們居住在裏面，我們也被建造成為這城、並成為城的一部分。另外、祂把長子的名
分給我們，要我們的生命長大成熟，與主一同作王掌權、擔負管理的責任，作者特
別警戒我們不要像以掃一樣、因一點食物就把長子的名分賣了。
o 主為我們預備那不震動的國，因祂應許說：『再一次、我不單要震動地、還要震動
天。』祂愛我們、管教我們，要把一切攔阻我們得著長子名分的、都要震動掉，為
要把那不震動的國賜給我們。
o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講到“信心”，第十二章講到“盼望”，第十三章講到“愛”。
『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、其中最大的是愛。』（林前 13:13）有
一天，信心要成為眼見、盼望要實現、惟有愛是永不止息。
經文解釋：希伯來書第十三章 講到“愛”，因為神是愛。
第 1-3 節 愛人：指“弟兄相愛”。
第 4-6 節 愛自己：不是指體貼肉體，乃是用神的愛來愛自己。
第 7-16 節 愛主：不但愛主的教訓、也愛主的道路。
第 17-19 節 愛服事神的人。
第 20-21 節 愛的祝福。
第 22-23 節 愛的勸勉。
第 24-25 節 愛裏問安。
o 彼得後書 1:5-7 『有了信心、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、又要加上知識；有了知
識、又要加上節制；有了節制、又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、又要加上虔敬；有了虔
敬、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；有了愛弟兄的心、又要加上愛（眾人的心）。』
o 當我們的信心繼續往前，最後的結果就是“愛”，換句話說、活的信心發展下去便
是愛。『命令的總歸就是愛，這愛是從清潔的心、無虧的良心、無偽的信心生出來
的。』（提摩太前書 1:5）
1

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，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，因為曾有接待客旅，不知不覺
就接待了天使。3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，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，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，
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。
o 常存、指“持久”。弟兄相愛容易，日子久了、往往造成摩擦，需要靠著住在幔內
的生活、來幫助我們持續地與弟兄相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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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：亞伯拉罕和羅得都曾經接待客旅、不知不覺就接待了
天使。這裏特別講到接待服事神的人，因當時旅館很少、也不安全，接待他們住
到家裏需要有愛心，但是、因著這樣的服事、不知不覺就接待了神的使者，以致
得到屬靈的供應。
 因為愛的緣故、看見受捆綁的人就如同自己受捆綁，看見遭苦害的人就如同自己
受苦一樣，這是弟兄相愛自然的表現。
4

婚姻人人都當尊重、牀也不可污穢，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。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
錢財，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，因為主曾說：『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』6 所以、我
們可以放膽說：『主是幫助我的，我必不懼怕，人能把我怎麼樣呢?』
o 神看重婚姻，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談到婚姻，它說到“神的旨意”、與“基督和教
會的關係”。仇敵喜歡破壞婚姻、也就是破壞神的旨意。
o 人有許多慾望、對錢財總是覺得不足，盡力要去得到更多。倘若我們能夠以主給我
們的為滿足，在屬靈上自然就沒有重擔，因為主不撇棄我們、也不丟棄我們，無需
擔心害怕。
o 神量給每一個人的不一樣，不要看別人、與別人相比，因為主總是幫助我們。
7

從前引導你們、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、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留心看他們
為人的結局。8 耶穌基督、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。9 你們不要被那怪異的教訓勾引
了去，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的，並不是靠飲食，那在飲食上專心的、從來沒有得著
益處。
o 一個真正傳神之道的人、他的生活應當與所傳的道相符合。我們要記念他們、效法
他們，也要留心看他們的結局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 24-27 節提醒門徒、『凡
聽見我話就去行的，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沖、風吹、撞著
那房子，房子總不倒塌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』
 28-29 節『耶穌講完了這些話、眾人都稀奇祂的教訓，因為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
柄的人，不像他們的文士。』文士也是傳神之道的人，他們的為人不見得與所傳
的道相同，但是主耶穌的“所說”就是“所是”，因此、眾人都稀奇祂的教訓。
o 耶穌基督是昨日、今日、永遠不改變的神，祂的話也不改變。
o 你們不要被那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:有時這些教訓也引用一些聖經的話，如何分辨
呢？這需要一個成熟的生命。
 以弗所書 4:13-14『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、得以長
大成人、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，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、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
術，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，就隨從各樣的異端。』
 這些怪異的教訓常與飲食有關：歌羅西書 2:20-23『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、為什
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、服從那不可拿、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？這都是照人所吩咐
所教導的…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、用私意崇拜、自表謙卑、苦待己身，其
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。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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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的心要靠神的恩典來堅固、而不是靠食物，羅馬書 14:17『因為上帝的國不在
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，並聖靈中的喜樂。』
10

我們有一祭壇、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。11 原來牲畜的血、被
大祭司帶入聖所做贖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，12 所以、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
聖，也就在營外受苦。13 這樣、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，忍受祂所受的凌辱。
o 舊約有一祭壇，新約的祭壇指“十字架”。利未記提到幾種不同的祭，獨有贖罪祭
的祭物、祭司和百姓都不可吃。大祭司、每年一次帶著祭牲的血進入聖所、替百姓
贖罪；祭牲則被燒在營外。
 舊約的這些禮儀在耶穌的身上成就:
 牲畜的血 《》 耶穌的血
 做贖罪祭 《》 叫百姓成聖
 祭牲的血不能除罪 《》 耶穌一次獻祭，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。
 燒在營外 《》 在城門外受苦
 營外、指“城外”。耶穌在城外受苦，這是祂所走的路。一個進入幔內的人，也
應當與主一同出到營外。
 “營”或“城”都代表一個組織、是背後有人管理的地方。其背景出自出埃及記
 出埃及記 32 章：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話、把兩塊石版交給他，百姓卻在山
下敬拜金牛犢，摩西見狀發烈怒、將石版摔碎…。
 出埃及記 33:7-11 摩西將帳棚支搭在營外、離營卻遠。他稱這帳棚為會幕，凡
求問耶和華的、就到營外的會幕那裏去，百姓站在自己的帳棚門口望著摩西…
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，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…。（因金牛犢的事件、百
姓住的營已經被污染，摩西便把會幕支搭在營外，他出到營外與神說話）。
 營、指“整個世界”。神創造的世界、本是美好，但是：
a) 創世記第 3 章：人墮落犯了罪，人落在罪中。
b) 創世記第 6 章：人落在肉體中，人成了肉體，耶和華的靈不住在他裏面。
c) 創世記第 11 章：人落在世界中，他們結合起來建造城和塔，來抵擋神。這
世界的背後有一個王，他操縱這個世界、弄瞎了人的心眼，使人按著自己的
心意來行、抵擋神。
d) 創世記第 12 章：這時、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神所要
指示他的地方去，神做“分別”的工作，這個世界就是“營”。約翰一書
2:15-16『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
了。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體的情慾、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
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』可見世界的事不斷地吸引我們。
e) 我們應該怎麼做？羅馬書第 12 章：把身體當作活祭獻給神…不要效法這個
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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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謝主！當我們信了主，祂就把我們分別為聖、帶出這個世界，我們雖然住在
世界、卻不屬世界。保羅說：『…就我而論、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
而論、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。』（加拉太書 6:14）
 希伯來書是寫給希伯來信徒的一卷書，他們深受猶太教傳統的影響, 基本上、
“出到營外”就是“走出傳統、宗教、組織”、“與世界分別”。
 神起初與亞伯拉罕立約、賜給以色列人律例典章，他們所信的是活潑的信仰，
慢慢地這信仰成為一個宗教，有組織和人為的操縱，人取代了神。主耶穌曾經
醫治了一個瞎子，他相信醫治他的耶穌是主，於是猶太人把他趕出會堂，足見
宗教組織的可怕、它有權柄這麼做。
 本來信仰指向耶穌、是救贖的預表，然而它落入宗教以後、竟把主耶穌釘在十
字架上，不僅逼迫主、也逼迫跟隨主的人。基督教漸漸地演變，導致人的意見
代替了神的意思，像老底嘉教會、外表看來富足，但主被關在門外叩門。
 宗教有很多的傳統、儀式、教導，都不是從聖經來的，這些東西不知不覺就帶
進教會來、使我們受到影響，因此、我們要格外小心，要脫離宗教人為的管
理，但仍要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保持活潑的交通。
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13 章天國的比喻中講到、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、有人拿去種
在田裏，長大以後變成一棵大樹，在世界上有地位、得人稱讚；我們的主卻受
人逼迫。又像一團麵酵，婦人拿來放在三斗麵裏，不僅外面發起來、裏面也變
得攙雜。主耶穌特別提醒門徒要防備“法利賽人的酵”（假冒為善、有敬虔的
外貌卻沒有實際）、“撒都該人的酵”（不相信死人復活、與天使鬼魂，凡是
他們的理性通不過的、他們就不相信）、“希律的酵”（滿足肉體、享受、蒙
神祝福），也就是走出營外的意思。


13

這樣、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，忍受祂所受的凌辱：當你離開宗教、組織，
過分別為聖的生活時，經常會遭到擠壓凌辱，需要忍受。
 哥林多後書 6:17-18『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，與他們分別，不要沾不潔淨
的物，我就收納你們，我要做你們的父、你們要做我的兒女。』這是全能的主
說的。（遠離宗教的不潔淨，過分別為聖的生活以後、真正經歷“祂是我的
父、我是祂的兒女”的實際，因祂是全能、全有、全豐的神。）
 哥林多後書 7:1『親愛的弟兄啊！我們既有這等應許、就當潔淨自己、除去身
體靈魂一切的污穢、敬畏神、得以成聖。』
 進入幔內、是活在神的面前、是一個隱藏的生活；出到營外、是活在人的面
前、是一個見證的生活。

14

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，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，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、常常以頌讚
為祭獻給神，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、和捐輸的事，因
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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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我們在地上是客旅、是寄居的，就像亞伯拉罕的一生、以帳棚與祭壇作代表。這世
界非我家，那一天、所有的城都要被震垮，我們乃是尋求主為我們預備的那城。因
此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。
o 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:一個真正進入幔內的人，外面雖受凌辱、仍然忍受；內心卻
滿了頌讚，以此為祭獻給神，並能結出“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”。
o 不可忘記行善、和捐輸的事:這是行為的祭、也是進入幔內、出到營外的例子。
17

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、且要順服，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（魂）時刻儆醒，好像那
將來交賬的人，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、不至憂愁，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。18 請
你們為我們禱告，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、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19 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、
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裏去。
o 綜合第 12-19 節的經文、一個進入幔內、出到營外的人，有下面幾個特點：
1) 分別為聖的生活（12 節）
2) 忍受凌辱（13 節）
3) 在世上是客旅、寄居的，尋求那將來的城（14 節）
4) 以頌讚為祭獻給神（15 節）
5) 不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（16 節）
6) 有謙卑、柔軟、順服的心（17-18 節）
7) 有代禱的心（19-20 節）
20

但願賜平安的神、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羣羊的大牧人、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神，21 在
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，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、又藉著耶穌基督在袮們心裏行祂所喜悅的
事，願榮耀歸給祂、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
o 結語：我們的神是平安的源頭，祂賜平安給我們，我們是祂手中的工作，祂要在各
樣善事上成全我們，叫我們遵行祂的旨意。神親自做工、在我們心裏行祂所喜悅的
事，事實上、我們不能也無需做什麼，只要存謙卑柔和、順服的心、住在幔內。
o 新約提到的牧人：
1) 好牧人：主耶穌說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捨命。（約翰福音 10:11）
2) 大牧人：主耶穌是羣羊的大牧人、祂用復活的生命牧養我們，使我們與祂同死同
復活。（希伯來書 13:20）
3) 牧長：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，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。（彼前 5:4）
22

弟兄們！我略略寫信給你們，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，23 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
經釋放了，他若快來、我必同他去見你們。24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。從意
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。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阿們！
o 希伯來書的作者充滿愛心，在聖靈裏有許多勸勉的話語，願我們都聽他愛的勸勉。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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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希伯來書的作者可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，提摩太也是，他為了福音的緣故曾經被
囚，他們盼望他快來、讓大家在愛裏有交通。
o 眾聖徒在愛裏彼此問安。願神的恩典常與眾人同在，在愛裏一起往前。阿們！
禱告
主，我們實在感謝袮！我們在袮的面前向袮俯伏敬拜，因我們是蒙愛的兒女、同蒙天
召、奔走天路，謝謝袮為我們預備屬靈的同伴一同往前。我們的指望在乎袮，我們的信心
從袮而來，主啊！幫助我們仰望袮這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，常常思想袮的所是和所
作，也讓我們思想袮的道路，跟得上袮的腳步、被袮成全、好榮耀袮自己。謝謝袮在過去
這一段時間、賜給我們這麼豐富的恩典，我們以感恩的心、持守這個恩典。把所有的榮
耀、敬拜、讚美都歸給袮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。阿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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